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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鹏瑞置业有限公司对即将预售的金玥湾花园进
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拟邀请具备相应物业管
理实力、信誉良好、经验丰富的物业公司参与投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金玥湾花园前期物业管理服务
二、招标金额：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18,000,000元）
三、评标方式：综合评分
四、投标人资格：
4.1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
文件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4.2已在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备案并取得信用
证明（提供信用证明及备案证明扫描件）；

4.3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若为法定代表人作为投标代表参加投标，则只需提供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1月14日至2020
年1月20日每日09：00至12:00，14:30-17:00（北京
时间），持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备案证明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
件），在珠海鹏瑞置业有限公司（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中海
富华里写字楼A座17楼）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
件每套售价人民币500元整，邮寄另加人民币30元整，
售后不退。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另行通知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珠海鹏瑞置业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中海富华里写字楼A

座17楼
联系人：杨 曼
电 话：13823089277

珠海鹏瑞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3日

金玥湾花园招标公告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我国
有将近2.5亿的老年人口，面临全
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
长的老龄化进程。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副局长田世宏13日在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基本规范》近日出台发布，这
是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第一项强制
性国家标准，也是养老服务质量的
底线要求。

据介绍，这一标准的主要内容
包括基本要求、安全风险评估、服务
防护和管理要求。其中，基本要求
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应当符合消
防、卫生与健康、环境保护、食品药

品、建筑、设施设备标准中的强制性规
定及要求。同时，对养老护理员培训、
建立昼夜巡查和交接班制度等基础性
工作提出了要求。

安全风险评估部分明确了老年人
入住养老机构前应当进行服务安全风
险评估及评估的相关要求，这是精准
做好养老机构安全防范的第一关；服
务防范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内预防和
处置噎食、压疮、坠床、烫伤、跌倒、走
失、他伤和自伤、食品药品误食、文体
活动意外等九种服务风险的相关要
求，是目前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容易受
到人身伤害、迫切需要统一规范的九
种情形。

标准中提出的预防和处置措施
都是经过基层长期实践、广泛验证
的有效措施，养老机构只要高度重
视、规范化操作就能大幅度降低管
理中的风险。管理要求部分明确了
养老机构要做好应急预案、评价与
改进、安全教育等工作，以便于不断
提高服务安全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和
持续性改进能力。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介绍，目
前，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
和评价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为
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充分做好
准备，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
两年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民政部将

分类督促指导养老机构对标达标，
对条件比较好的养老机构鼓励率先
达标，对条件差一点的养老机构要
督促、甚至给一些倾斜政策，尽快补
上短板。

田世宏介绍，为顺应人们对
养老服务的新期待，下一步将加
快推动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
务、长期照护服务、智慧健康养老
等急需标准制定；开展养老服务
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以试点带
动行业整体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探索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加
强国际养老标准跟踪研究和国际
合作交流。

据新华社南京 1 月 13 日电：
2019年下半年以来，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等多地警方相继曝光一批
虚开发票案，其中不少案件涉案金
额动辄数十亿、上百亿元，个别案件
甚至上千亿元，造成国家大量税收
损失。如此之多的虚开发票究竟从
何而来？

“卖发票比卖心脏支架还来
钱”，多个环节层层牟利

南京一家医药贸易公司原本从
事心脏支架等医疗器械销售，为逃
税曾购买假发票。久而久之，该公
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发现，卖发票无
需任何成本，比卖心脏支架还来钱，
于是干脆转做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生
意。2019 年，张某被南京警方逮
捕，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2亿
余元。

2019年下半年以来，多地警方
曝光类似案件，涉案金额惊人。安
徽铜陵警方披露一起特大虚开发票
案，涉案金额近20亿元；江西宜春
市公安局摧毁一虚开骗税团伙，涉
案金额逾73亿元；公安部于2019
年8月公布的打击涉税犯罪十大典
型案例中，四起虚开案涉案金额超
百亿元，其中安徽合肥“11·19”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金额超900
亿元。最近，浙江绍兴市公安局更
披露一起千亿级虚开发票大案。

虚开发票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诱
惑。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大队
副大队长韩路告诉记者，有的不法
分子注册一家空壳公司，一年后可
在3个月内申领共计75张发票，对
外最高可开具金额达750万元的销
项发票。

买卖发票一般有多个环节，层
层牟利，最高能以开票额的10%的
费率卖出。在第一环节，注册一家
空壳公司无需任何投入，也不必实
际生产，哪怕只赚取2%的费率，也
可获利15万元。

如果用这些发票来骗取出口退
税，收益还会进一步增加。最近，江
苏省南通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利用空
壳公司虚开发票，再利用实体企业
骗取出口退税的案件，犯罪嫌疑人
骗取出口退税金额高达2.58亿元。

三大犯罪套路揭示虚假发
票源头

近年来，虚开发票的犯罪手法
手段更加隐蔽且不断翻新，大致可
分为三类：

——“空壳票”。通过注册大量
空壳公司，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
这些企业在短期存续期间领票、开
票，虚假纳税申报，或者干脆不申报

即逃跑失联。
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最近打掉了

4个虚开发票团伙，其成立、控制的
空壳公司达120余家，涉及6个省
市，曾向1500多家企业虚开、出售
增值税发票。

——“黄金票”。这类发票主要
来自黄金交易企业。黄金交易金额
大，一般不用开具发票，一些黄金交
易企业或其员工便将多余发票以开
票额的1%至2%的费率出售牟利。
一些不法分子大肆收购“黄金票”作
为进项发票，经“洗票”后对外虚开。

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
长张汉军介绍，“黄金票”有两种“洗
票”方式。一种是“化学洗票”，即拿
化学药水将发票上的品名等关键字
洗去、换掉，加价出售；二是成立虚
假加工厂，以黄金票为进项发票进
行抵扣，重新申领发票后再对外虚
开。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新近破
获一起特大跨省虚开发票案，截至
目前，已查实的虚开发票金额累计
超过20亿元。这一案件就是通过
设立虚假加工厂“洗票”。

——“农副产品票”。企业从农
户手中收购农产品，没有进项发票
怎么办？税务部门允许这类企业以

收购凭证、银行流水、农户身份证来
证明自己收购了大量原料，可进行
税务抵扣。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骗
领发票对外虚开。

2019年12月，南京公安破获一
起案值2亿元的虚开发票案。涉案
企业是一家羽绒服公司。他们用员
工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然后以收
购农户鸭毛、鹅毛的名义，向这些银
行卡打钱，制造假流水，再以此为税
务抵扣，申领发票，最后大肆对外虚
开。

“网络化、组织化、科技化是当
前涉税犯罪的突出特点。”南京市公
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侦查员彭梓
原说，虚开发票已形成“产业链”，多
数交易在网上进行，一些嫌疑人甚
至开始入侵税务系统。

倡导构建大数据监管模式

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
是滋生发票犯罪的“温床”。泰州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涉税大队大队长朱
毅峰等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无论“空
壳票”还是“黄金票”，都需要通过空
壳公司申领发票、倒票并对外虚
开。从查获案件看，不少嫌疑人手
中往往掌握着十几家甚至数十家没
有任何真正业务的空壳公司。

一些嫌疑人交代，在网上花
2000元就能买一家公司。记者在
网上搜索“代办注册”“公司转让”等
关键词也发现，有大量网站提供这
类服务。许多公司尤其是贸易类公
司转让价格极低，只需数千元且可
以还价。

3个月的纳税“辅导期”往往是
发票犯罪的“窗口期”。韩路说，按
规定，注册公司满一年，即可享受3
个月纳税“辅导期”，每个月可申领
25张税票，每张票最高可开具金额
10万元。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

“窗口期”大肆“暴力虚开”，随即逃
跑失联。

警方还发现，由于各地税务系
统业务、数据相对分割，相互间的发
票验证需要一个过程。一些不法分
子借此不断跨省跨区域“倒票”，增
加公安取证难度。

多地警方认为，“空壳票”“黄金
票”“农副产品票”背后暴露的虚假
经营问题，其实通过对企业用工、用
电等情况的分析就能掌握。张汉军
说，为消除涉税犯罪的“温床”，堵住
涉税犯罪的“窗口期”，应倡导政府
各部门开放、共享数据资源，构建大
数据监管模式，及时发现异动，进行
有效干预。

多地曝涉数亿元增值税发票大案

虚开的发票从哪儿而来?

新华社澳门1月13日电 澳门
特区行政会发言人、特区政府行政
法务司司长张永春13日表示，特区
行政会完成讨论《订定在横琴口岸
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适用澳门
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基本规范》法律
草案，将提交立法会讨论和审议。

2019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澳门特别
行政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
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授
权澳门特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
区及相关延伸区，依照澳门特区法
律实施管辖。为此，澳门特区政府
草拟了《订定在横琴口岸澳方口岸
区及相关延伸区适用澳门特别行
政区法律的基本规范》法律草案。

法案建议，澳方口岸区及相关
延伸区是指由国务院分阶段确定
的坐标及面积，并经由行政长官批
示公布的地籍图所划定的范围。

此外，法案明确由该地籍图划定澳
门特区合法进出澳方口岸区的通
道，以及明确相关延伸区包括莲花
大桥和澳门大学连接横琴口岸通道
桥相关部分（桥墩除外），以及澳门
轻轨延伸至横琴口岸的预留空间。

法案明确规定澳方口岸区及相
关延伸区所包括的各个区域分阶段
启用，而各区域自其启用之日起至
以租赁方式取得的使用权期限届满
为止，适用澳门特区法律。具体启
用日期将由行政长官公告公布。

为在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
适用澳门特区法律，法案建议该区
域视同位于澳门特区以内的地域。

张永春表示，新的横琴口岸正
式通关日期还未确定，通关需要符
合两个条件，分别是《订定在横琴口
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适用澳
门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基本规范》法
律草案完成立法，还有新口岸完成
通关设施软硬件、人流压力等测试
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澳
门航空NX020航班13日平稳降落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标志澳门航
空正式开通北京大兴—澳门航线，
成为首家入驻大兴机场的港澳台
航空公司。

据了解，澳门航空运营的北京
大兴—澳门航线航班号为NX019/
NX020，每天1班。航班时刻为9
时35分从澳门起飞，12时30分抵
达北京；13时45分从北京起飞，17
时10分抵达澳门。

新航线开通后，澳门航空将同
时在北京大兴机场、首都机场运
营，并将北京—澳门航线增至每天
5班。

执行此次首航任务的澳门航
空飞行员林家全是回归祖国后澳
门第一代“中国机长”。“从空中看，
大兴机场候机楼像振翅高飞的凤
凰，非常震撼。飞机在跑道滑行
时，大兴机场就像在张开双臂一样
迎接澳门同胞，我们很感动。”他

说，大兴机场包含很多高科技元素，
体现了伟大祖国的国力。

澳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会主席兼总经理陈洪表示，北京
大兴—澳门航线开通表明澳门航空
在北京开启“一市两场”运营模式。
澳门航空将继续提供可靠、准点、便
捷的优质服务，积极打造北京—澳
门精品航线。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常务副总经理孙
春京指出，这条航线的开通将深化北
京、澳门两地互联互通，有利于澳门
旅客便捷出行，欢迎更多澳门市民搭
乘这条航线观赏大兴机场的华美建
筑，品味祖国首都多元文化。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艺良表
示，澳门同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
命运，希望澳门同胞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为祖国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也
希望更多澳门同胞搭乘这条新航线
来北京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领略
中国故事的精彩。

澳门航空成为首家入驻大兴机场港澳台航空公司

回归祖国后澳门第一代“中国机长”
执行首航任务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临近
春节，全国各地阖家团聚、欢度节
日时，多有食用汤圆、饺子等习
惯。我国是全球糖尿病患病率增
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糖尿病患
者超过1.1亿，糖尿病前期人群约
1.5亿。专家提示，糖尿病患者在欢
度佳节时也应该注意饮食，尽量限
制糖分摄入。

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立
新表示，北方地区多喜欢吃饺子，
中等大小的饺子6个约为1两，一
般糖尿病患者一顿摄入2两饺子为
宜，也就是约12个。

郭立新表示，饺子皮的选择也
有讲究，为了煮的时候不容易破馅
儿吃起来口感更筋道，大家一般都
会选择专用的饺子粉或者高筋
粉。但越是精磨的食材升糖指数

越高，所以在选择饺子皮的时候建
议用升糖指数较低的荞麦面、绿豆
面，也可以在白面中加入一些玉米
面、高粱面，不失口感的同时还能补
充膳食纤维增加饱腹感。

在馅料上，郭立新表示应该优
先选择素馅儿或者素肉混合馅，在
肉类选择上遵循脂肪含量低、优质
蛋白的原则。“不管是素馅儿还是肉
馅儿，剁馅料的时候尽量剁大点，颗
粒越大膳食纤维保存率越高，升糖
也就越慢。和饺子馅儿的油可以选
用橄榄油和玉米油，尽量不要用动
物油。”

针对爱喝饺子汤的糖尿病患
者，郭立新建议少喝或不喝。“因为
饺子汤里有大量的精淀粉和馅料漏
掉的油脂，人体吸收较快，会使血糖
快速升高。”

面对吃饺子汤圆等节日食俗

糖尿病患者如何健康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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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口 1月 13 日电 1
月13日上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黄鸿发涉黑
案及其“保护伞”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被告人黄鸿发以犯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
16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被告人黄鸿明，以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
罪等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限制减
刑；被告人黄应祥、黄鸿金等187人
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被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至一年不
等刑期。

对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原常委、
公安局局长麦宏章、昌江县原副县长
周开东等7名“保护伞”, 以包庇、纵

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滥用
职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至二年半不等刑期。

20世纪80年代末，黄鸿发及黄
鸿金、黄鸿明、黄鸿波（已死亡）凭借
其父亲黄应祥任昌江建委建安组组
长的公职身份，作风蛮横，逞强争霸，
黄氏家族在昌江恶名初显。1990
年，黄鸿明纠集他人实施故意伤害行
为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未被司法
机关处理，黄氏家族在昌江地区恶名
远扬。

1991年，黄氏家族开始在昌江开
设赌场，1995年为打击竞争对手，垄
断地下赌场，黄鸿发组织、指挥林某等
人故意伤害姜某某致其重伤，至此，黄
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

该涉黑团伙为牟取暴利，通过开
设赌场、非法采矿、强迫交易、敲诈勒
索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
对昌江地区的赌场、铁矿、混凝土、石

场、砂场、废品回收、娱乐场所、农贸
市场、啤酒销售、烟花爆竹、土建工
程、摩托车销售、典当行、驾校等多个
行业、领域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
响。该组织利用在当地的强势地位，

“以商养黑”“以黑护商”，通过十几个
经济实体攫取20余亿元的巨额非法
收益，用于支持组织的运行、发展。

为寻求非法保护，黄鸿发涉黑团
伙以非法收益拉拢、腐蚀政府职能部
门及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充当“保护
伞”，导致该涉黑团伙在昌江地区大
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长期未被打击
处理，严重干扰、破坏了昌江地区人
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经营、生活秩序，
破坏当地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据悉，该案是海南建省以来，也
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涉案
人数最多，社会影响重大的涉黑案
件，也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督办案
件之一。

海南建省以来最大涉黑案及“保护伞”案一审宣判

主犯被判处死刑 196名被告人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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